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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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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3823911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7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218403
5 15576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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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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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191
52817
412499

3000
200
10
5

16 17 23 320706 06

6"#$%&'()*+,-&./01234,-
56789:;<=>?@0 ! A "# B0 CDEFGH
IJKL234,-MNOPQ&RSTUVWX

234,-5678Y6Z6[5\]^78_`
NO5ab$\cdef0`ghijklmb$nop
\qersXNOtu0vwxkyz{|}0~��23
4,-5678��������3���������
f�����X

VWi�0������,-5678 $ �3���
���0  ¡¢£y0¤¥¦�,-5678\§�¨
©0ª«¬$X ®¯§°±²�³´µ%¶6®¯·¸
st¹§0º5»¼0½5»Z0¾¿,-5678Y6N
OPQ��0ÀÁZ6ÂÃ0ÄÅ®§\ÆÇÈÉXÊ�2
34,-Y6NOPQ�0ËÌÍ5ÎZ6�Ï�ÐT$
ÑnÒÃ0ÓÔ�Õc\Ö×X

234ØÙÊÚÛÜ:�ÝÞßàÝCáNOb$|
}�NOPQâã�äåÕÅ*+æçè\é�êëìí�
^mîï�234,-MNOPQ&RS\ðñ{òóô
ãXÛÜõö÷Æøùµ%ú�ûü0ýþVWËÿ!23
4®¯§"#NO'$b%0 &ik'NO(�)*+Í
lmb$\,-X234,-MNOPQ&RS\,./0
LËÊ123®4567è\T89 !!"#"

!"#$%&'()*+,-
./012345

#$%&'#

２０14年5月5日 星期一 综合 5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周鑫◎

（上接1版①）
据介绍，试点区里，已累计完成农

村危房改造3016栋，15000位苗胞住上
了新房子。

安居梦， 其实还包括与村民生活、
生产息息相关的水、电、路问题。

41处已建成的人饮工程，让55个村
的61088人直接用上了自来水；79条通
村公路，237公里，硬化了77条213公里，
让65个村所有的村民受益； 农网改造，
正在全力推进……

产业之梦在起步
产业缺失，增收无路，是腊尔山人

贫困的重要因素。
试点启动， 产业扶贫就开始了探

索。
腊尔山镇“山都村生猪养殖场”和

“山都村生态养鸡场”，是两个成功的典
范。

刚走进山都村村口，村支书、山都
村生猪养殖场董事长吴炳周和村主任、
山都村生态养鸡场场主龙青周，就像老
朋友似的迎了上来。

“去年分红情况怎么样？ ”记者问吴
炳周。“27万元的股本，按30%分了红，
分红总数为8.1万元，53家村民股东都
高兴得不得了。 ”吴炳周答道。

记者担心地问龙青周：“去年禽流
感‘闹事’，养鸡场的情况怎么样？ ”龙青
周回答：“我的养鸡场受影响小，7月才
开始养鸡,去年底出栏5000只鸡，换来
了一台69800元的面包车。 ”龙青周带
领村民成立了“山都村土鸡养殖协会”。
养500多只鸡的有5户；养100只鸡的有
93户。 协会在吉首市的菜市场，设立了

“腊尔山山林放养土鸡和土鸡蛋” 销售
点。

示范作用，开始显现。
两林乡办起了股份制的“红苗黑猪

养殖场”，出栏的生猪，都是每公斤40块
钱，购买者络绎不绝；腊尔山镇追高鲁
村， 办起了黑猪生态养殖场，32头黑母
猪现已产猪仔100多头。

“种植习惯和模式的改变，是腊尔
山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腊尔山镇追
高鲁村扶贫工作组组长、自治州州委办
副主任刘克兴深有感触地说。

2013年初，追高鲁村成立了“腊尔
山富民蔬菜专业合作社”， 当年种植辣
椒970亩。去年底，客商张自力被刘克兴
引到了追高鲁村，投资蔬菜产业，创建
1400亩集中连片蔬菜示范基地，带动全
村农民种植蔬菜1500亩。 记者采访时，
刘克兴和张自力，正在与村支书吴春生
一道，在大棚里查看辣椒苗的长势。 据
介绍，这种规模的大棚蔬菜种植，在两
林乡和禾库镇各有一个示范点。

杜仲的种植也渐成规模。 记者在两
林乡看到，28个山头，5000亩土地，经国
土部门整治后，成了层层梯土；黄色的
地里，已种上近一米高的杜仲苗，并长
出了鲜嫩的树叶。

据长期为腊尔山扶贫试点鼓与呼
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爹实业科技公
司董事长田儒斌介绍， 杜仲可炼杜仲
胶，是国家的战略性物质，未来的市场
前景不可限量；而杜仲可用来喂猪，“杜
仲猪”的肉质格外鲜美。

筑梦人传递正能量
筑梦腊尔山，需要众多筑梦人共同

的正能量。
省财政厅副处长易洪海，在凤凰县

挂职，任凤凰县委常委、副县长，专门从
事试点工作。

2013年4月1日，省财政厅副厅长欧
阳煌，把易洪海送达凤凰时，给他下了
道“命令”：腊尔山的集中式扶贫开发试
点搞不出名堂来， 你就不要回长沙了。
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易洪海回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请求“老婆大人”的支持。

在大学教书的妻子， 把上半年的
课，全部调到了下半年，并带上读幼儿
园的小孩， 随同易洪海来到了凤凰，一
住就是半年。

“每天，我都把凤凰县副调研员陈
满妹‘抓住’，与她一同上山，去各个工
地或现场，或是了解情况，或是协调解
决问题；因为满姐是苗族人，会苗话，在
腊尔山有公信力。 ”易洪海对腊尔山的
事，可谓如数家珍———凤凰县成立了腊
尔山脱贫解困领导小组，县委书记颜长
文任领导小组组长，县长赵海峰任副组
长， 两人直接抓试点项目的落实；2013
年9月10日，领导小组召开专门会议，把
25条通村公路的硬化、22个人饮工程和
26个村的农网改造工程，作为“死任务”
来落实……

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多次上腊
尔山调研、督阵。 他说：“在腊尔山上，不
为办点而办点，每实施一个项目、每推
进一项工作，都要考虑工作组撤了之后
能不能继续运转，都要考虑别的地方能
不能学习推广，努力探索适合高寒山区
实际的脱贫解困新模式。 ”

腊尔山人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紧接1版②） 直飞法兰克福航线的开通，
将为旅欧乘客节省5至8小时的中转时间。

据南航湖南分公司销售人员介绍，由
于新开航线优惠幅度较大，旅客近期购买
6月长沙直飞法兰克福航线票价最低3300
元起，7、8月3900元起， 可为旅客节约
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转机费用。

为配合此航线的开通，南航将于近期
推出德国“空铁联运”产品。 即，旅客乘南
航航班到达法兰克福后，可顺利转乘铁路
前往德国各大主要城市。

此外，该航线开通后，将在黄花机场
到达夹层设立专用国际中转过境厅，提供
“一票到底”等中转服务。 省外事侨务办将
确保旅游团队、公商务及个人赴德签证快
速办理。

筹备开通长沙直飞洛杉矶
航线， 本月开建长沙南站至黄
花机场磁悬浮线

据湖南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志仁
介绍， 在长沙直飞法兰克福航线开通后，
我省还将加快发展“欧美线”，满足人民群
众出行需求。

据透露，我省近期将积极筹备开通长
沙直飞洛杉矶的航线。 远期，则将加密长
沙至东亚、 东南亚及欧美的航线网络，并
开通南亚、中亚、澳洲、拉丁美洲、非洲等
国际航线航班，构建湖南飞向世界的国际
航线网络。

5月下旬， 我省还将开建长沙黄花机
场至长沙南站的中低速磁悬浮轨道交通。
该项目建成运营后，旅客可在长沙南站下
高铁后，乘坐磁悬浮列车，仅需10分钟便
可直抵长沙黄花机场T2航站楼。

本报记者 陈惠芳 余蓉

破除“以药补医”是医改的主要切入
点之一。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既确保临床
用药需要，又能合理用药，降低药价？“药
品集中采购配送”成了医改中的“微创”
手术。

“微创”手术，顾名思义就是微小创
伤的手术，是指利用腹腔镜、胸腔镜等现
代医疗器械及相关设备进行的手术。 比
之过去的“开肠破肚”大手术，它是更精
细、更有效、更小创伤的治疗手段。

“看病贵”到底贵在哪里
龙山县是第一批全国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县。 4月中旬，记者来到龙
山县人民医院。

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反映“看病贵”？
该院院长贾琳直言，“看病贵” 贵就贵在
医生开出了“大处方”，贵就贵在用了可
以不用的“高价药”，贵就贵在做了可以
不做的检查。医生为什么这样做呢？贾琳
认为，说穿了就是“利益驱使”。“以药补
医” 存在种种弊端。 众多药品供应商以

“市场竞争”为幌子，在多渠道的药品供
应中大显营销“神通”，与药房、医生的直
接“对话”，导致了复杂的利益纠葛。 促销
费用以“学术推广”、“临床费”之类的名

义掩盖幕后交易，竞相销售“高价药”，想
方设法“加大”处方，其中附加成本大多
转嫁到患者身上。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不是
“托管药房”

2012年， 龙山县被列为第一批全国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 当年11
月，在龙山县委、县政府支持下，龙山县
人民医院与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润湖南医药”）开始了药品集
中采购配送的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 华润湖南医药作为
龙山县人民医院药品的主要供应商，在
严格执行我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有关规
定的基础上，不“挑肥拣瘦”。 医院的临床
用药，根据需要由华润湖南医药按质、按
量、按时集中供应。

华润湖南医药副总经理练之溪说，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不是外界风传的“托
管药房”。 华润湖南医药只负责向医院供
应药品，不涉及药房的人、财、物管理，不
干涉医院的“内政”。 如果是“托管药房”，
医院可能失去对药品需求的实际话语
权。 这个方法太激进，无法预见其后果，
存在很大的争议。 而集中配送模式，医院
对药品采购和临床用药仍然拥有实际决

定权，对药品质量、品规、保证供应率都
有严格的要求并随时进行监控。 比如，有
些药品价格很低，采购难度大，同时用量
又很少，供应可能亏本，但是只要有患者
需要就必须供应。 否则，企业拒绝或拖延
供应，就会按合作协议予以处罚。

练之溪坦言， 追求利润是企业的职
责。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实际上省去了恶
性竞争的成本。 医院按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的规定按需采购， 企业也就不需要再
采取任何“灰色”、“黑色”的手段。 有人怀
疑，一家供应不是更加垄断了吗？ 其实，
公立医院的药品已由全省统一招标定价
且不允许二次议价， 医院和企业对采购
价格是严格执行省集中招标的中标价
的。 企业只是依靠实力获取大量品种的
配送权，不存在价格操作的空间；并通过
发展固定客户集中统一配送，降低采购、
物流和管理成本，从而获得相应的利润。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能够
达到“多赢”效果

开弓没有回头箭。 龙山县人民医院
与华润湖南医药合作， 目前看来达到了

“多赢”效果。
华润湖南医药获得集中配送的资

格，保证了一定年限内的业务量。 该公司

支持龙山县人民政府为解决“看病难”而
按三级医院标准建设“龙山县边区中心
医院”，并承诺将合作取得的利润反哺给
县里； 还利用自身国有大型医药企业的
优势， 邀请资深专家来龙山进行医疗技
术指导、讲课，为龙山县人民医院医护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 目前，已分批安排8名
人员到北京大学深造。

拥有720名职工、年均门诊量25万人
次、年住院人数近3万人的龙山县人民医
院，应该说尝到了甜头。 贾琳说，现在，他
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提升医疗业务水平和
医院管理水平上，药品供应这一块，不需
要操很多的心。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这个模式，看
的就是效果。 从龙山县人民医院的实践
来看，药品从一头进，医院更便于管理和
监控。 临床医生虚开“高价药”，滥用“大
处方”的行为已基本消失。 看病更真实，
更划算，老百姓确实减负了。 去年，该医
院的临床用药占整个医疗费用的比例
（即“药占比”），已经下降到25.8%。 这不
仅是全省同级医院最低的， 也远远低于
全国二级医院45%的平均水平（发达国
家为15%至20%）。

让偏远山区老百姓在看病就医、健
康保障上享受到更多改革红利。 医改，最
大的赢家是老百姓。

取消以药补医， 理顺医药价格， 建立科学补偿机
制。 改革药品集中采购办法， 合理降低药品费用。

———摘自 《中共湖南省委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

破除“以药补医”，最终实现惠民
省卫生厅医改办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 王湘生

2012年6月，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启动实
施，龙山就是其中一个试点县。试点实施以来，总体来看破除

“以药补医”的共识已经逐步形成，龙山县的公立医院也在药
品采购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这一探索是值得鼓励的。

药品集中采购配送省去了医药流通的很多环节，也直接
切断了药品供应商与医生之间的灰色利益链。医生不再有开

“大处方”的“动力”，患者就无须为高药费买单。 龙山县人民
医院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基础上，与华润湖南医药合作
开展药品集中采购配送，不仅打破了医院运行与药品销售的
直接经济利益联系，而且改变了药品配送“各自为战”的传统
模式，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配送成本，保证了药品质量安
全，压缩了药品购销的灰色空间，最终实现惠民。这种创新模
式符合医改的方向，也是实现“医药分开”的有效途径。

近日，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委印发《关于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 要求改革县级公立医院药
品集中采购办法。

该意见指出，要增强医疗机构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的参与
度；鼓励跨省联合招标采购，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切实降低药
品价格。 对临床必需但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物，可通过
招标采取定点生产等方式确保供应。逐步建立基本药物与非
基本药物采购衔接机制。 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推进高值
医用耗材网上阳光采购。加强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能力建
设，保障药品采购工作的实际需要。

■湖南实践

龙山县人民医院实行药品集中采购配送，既确保临床用药需要，
又能合理用药，降低药价———

医改中的“微创”手术

本报5月4日讯 （通讯员 曹婷 衣
晓明 记者 李伟锋）中国南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日前传出喜讯，该
公司研制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日前已
成功装载在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
海洋综合考察船上，开始奔赴中国南海
海域执行科考任务。此举打破了国外品
牌在该领域的控制地位。

目前船舶推进方式分为柴油机常
规推进与电力推进系统两种。随着技术
发展和对船舶性能要求的提高，电力推

进系统具有良好的经济性， 操作性、稳
定性高、环保等诸多优势，越来越多高
性能船舶特别是大型船舰选择电力推
进方式。 长期以来，国外品牌占据我国
船舶电力推进系统主导地位，造成了长
期价格垄断。

南车株洲所依托核心技术， 积极实
施船舶核心设备自主品牌技术创新，终
于成功研制出用于船舶推进的集成系
统， 为我国船舶核心设备自主品牌技术
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大岳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

洞庭湖大桥完成桩基施工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姚跃初）记者昨日

从湖南路桥集团获悉， 正在建设中的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
已完成关键的索塔桩基施工，即将进入索塔建设。 大桥预计
2017年建成，将成为洞庭湖上首座、我省第三座悬索特大桥。

据湖南路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方联民介绍，洞庭湖大
桥岳阳岸共有40根直径为3米的大口径桩基。 由于桩基施工
地处岳阳洞庭湖堤防区内， 必须赶在今年5月前完成桩基施
工，以避免汛期风险。自2013年12月中旬开始桩基施工以来，
湖南路桥通过加大设备投入、运用新技术、新工艺等措施，于
今年4月底顺利完成桩基施工。

洞庭湖大桥是大岳高速(临湘大界至岳阳)的重点控制性
工程，位于洞庭湖入长江交汇口处岳阳市七里山，东起岳阳
市区，西接君山区，跨越湘江河道。 大桥全长2390米，主跨跨
径1480米，是目前世界第七、国内第三大跨径桥梁和世界第
二、国内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杨颖） 传统的服装、传统的礼仪、
富有东方神韵的花艺创作、蕴含着中华
文化的茶道表演、诠释着古典高雅的香
道品鉴……一切都显得美轮美奂，清雅
祥和。 日前近百名爱美人士齐聚长沙
和善源茶艺会所，共庆湖南花语职业培
训学校成立11年， 共赏一场精彩的感
观盛宴。

湖南花语职业培训学校创立于

2003年4月，是我省第一所茶艺、花艺
培训学校及职业技能认证机构。这些年
来， 学校通过系统的茶艺和花艺培训，
至今已培训茶艺、 花艺学员两万余人，
其中职业资格认证3000余人， 均已成
为茶艺、花艺行业里的实用型人才。 省
内多所高职院校的茶艺、花艺老师通过
学校的培训考证合格后，将茶艺、花艺
培训作为第二课堂带进高职院校，弥补
了大学人才在职业技能上的不足。

■意见摘要

■专家评说

■相关链接

身边的美丽
5月3日21时40分，天降大雨。 张家界市日报社附近，一位老人在过马路时，被一辆行

驶的汽车撞倒，头破血流，车主和闻讯赶来的市民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 危急时刻，路
人有的用纸巾简单地为老人包扎伤口，有的撑伞挡雨，还有市民在一旁疏导过往车辆。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来，众人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卓志华 邵颖 摄影报道

雨中合力救老人

打破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国外垄断
南车株洲所核心技术首次应用于“向阳红10号”科考船，

奔赴南海执行任务

“花语”成我省茶艺花艺培训摇篮
11载培训学员两万余名


